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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竞争度降低

首次吸引留学归国人员应聘

本报讯（记者 王超群）日前，北京市大学生村官网上报名结束，报

考人数达

11388

人，平均考录比

3.6∶1

，成为近年来竞争难度最低的一次。

2006

年至

2008

年，大学生村官的考录比一般稳定在

6∶1

左右。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之所以报名人数减少， 是因为今年就业形势较

好， 求职者可选岗位较多， 大学生可在多种渠道实现就业。 此外， 部

分区县提高了报名门槛， 进一步导致报名人数下降。

今年，北京市还首次吸引留学生参加大学生村官应聘。具有北京户

籍，在国外正规院校留学，最近一年内毕业，并取得学士以上学位的留

学回国毕业生，可视为应届毕业生报名应聘大学生村官。

据统计， 北京市

13

个区县

2009

年、

2010

年两年有

4759

名合同期满

大学生村官， 在合同期满当年的

8

月底， 共有

4393

人走上新的工作岗

位， 基本实现有就业意愿的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都能实现转岗再就业

的目标。

北

京

� �

各地改革动态

荩荩荩

近年来， 福建省三明特校学

生每人每年享受国家

2000

元补助，

不用家庭掏一分钱， 学生就能学

文化学技能。 图为该校学生伍木

秀在制作陶艺。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论坛

� �

每日传真

荩荩荩

深职院商务印书馆

联合成立研究中心

本报讯 日前，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与商务印书馆共同筹划的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在深职院挂牌

成立。 中心将通过整合双方优势

资源， 实现教学、 研究、 出版的

良性互动， 为学校教育科研工作

提供有利条件。 （韩树林）

武警学院

庆祝建院

30

周年

本报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学院日前迎来建院

30

周年庆

典。 学院成立于

1981

年， 主要为

全国公安边防、 消防、 警卫部队

培养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 ，

30

年来为部队输送了

6

万余名高素

质人才。 （李晓洁）

青少年“未来之星”

体育节将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由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共青团

中央联合主办的首个以 “青少年

体育” 为主题的大型综合类体育

活动， 暨首届全国青少年 “未来

之星” 阳光体育节， 将于

7

月

27

日

至

30

日在青岛举行。

宁波江北教师

读研可享补助

本报讯 （记者 严晶晶） 记

者日前从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获

悉， 为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江北

区与宁波大学达成合作协议， 在

全区范围内鼓励有本科学历的优

秀中青年教师报考教育硕士。 江

北区还出台政策， 补助个人

2/3

培

养经费， 全额补助考前辅导费。

广西办高校特困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周仕敏 宋潇

潇） 近日，

2011

年广西高校特困毕

业生就业培训班在南宁举行，广西

76

所高校

140

多名学生参加培训。

培训现场还邀请了

30

多家爱心企

业为特困毕业生举行专场招聘会，

提供了

1000

多个就业岗位。

龚亚夫英语系列

签订出版协议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近日，

以提升中小学生英语学习和应用

能力为目标的龚亚夫英语系列 ，

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与英语周报签

署了联合出版协议。

江苏教育新闻网

设视频直播栏目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日

前， 江苏教育新闻网 “视频直播”

栏目开播仪式在江苏教育报刊总

社举行。 此栏目旨在打造一个教

育系统管理者、 专家与网民直接

沟通的平台。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善迈

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公立学校

的入学制度， 义务教育为 “就近入

学”， 普通高中为 “考试入学”， 这

一入学制度体现了入学机会的相对

公平。

在现实中， 违反上述制度规定

的各种形式的择校现象在一些地区

普遍存在， 且愈演愈烈， 其中 “以

权择校” 和 “以钱择校” 最为严重。

“以权择校” 有多种形式， 如有些公

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安排子女或亲

朋好友子女进入优质学校就学， 有

关机构或企业以共建形式为子女获

取入学机会等。 党政机构握有的权

力是公共权力， 党政机构和国有企

业拥有的资源是公共资源。 公共权

力和公共资源只能服务于社会公共

需要， 而不应满足握有公共权力的

少数人的需要， 否则就是一种权力

腐败。 “以钱择校” 媒体多有披露，

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但效果不

甚明显 。 各种形式的 “以钱择校 ”

实质是以货币与入学机会交换， 或

以货币购买分数与入学机会交换。

“以权择校” 和 “以钱择校” 的

后果 ， 第一 ， 严重影响教育公平 ，

少数人可以为子女获取优质学校的

入学机会， 享受优质教育服务， 而

大多数无权无钱的阶层， 则不能获

取优质学校的入学机会， 享受不到

优质教育服务。 第二， 加剧了已经

存在的行政区内同级学校间教育资

源的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 形成

“马太效应”。 第三， 不利于社会分

层流动。 由于少数人通过权力和金

钱获取了优质教育机会， 导致社会

分化和分层固化， 从而影响社会稳

定与和谐。 第四， 有损党和政府的

形象和公信度。

基础教育阶段择校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我国长期以来人财物等公共

资源向 “重点校” 倾斜， 从而导致

同一行政区内同级学校间教育资源

配置和教育质量严重不均衡， 优质

教育资源稀缺。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缩小校

际差距，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但长

期形成的校际差别难以短期消除 。

其次， 已有的入学制度不健全， 执

行和监管不力， 对违反入学制度的

单位和个人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

择校应当说是居民的权利， 居

民选择优质学校让其子女享受优质

教育服务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 “以

权择校” 和 “以钱择校”。 美国实施

义务教育年限是

13

年， 从学前教育

最后一年至高中教育， 公立学校入

学方式基本上是按学区就近入学 。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联邦政府和地

方州政府开始鼓励择校， 其主要方

式是 “教育券” 和 “特许学校”， 目

的是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学校间竞

争， 以提高公立学校的质量和办学

效率。 但无论是 “教育券” 或 “特

许学校”， 其教育经费全部来自政府

拨款， 从制度规范来说公立学校不

允许收费择校， 也不允许权力择校。

为遏制择校现象， 从政府来说，

首先应加大力度缩小同一行政区内

基础教育， 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校际

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差别， 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省

区间、 县市间、 城乡间基础教育均

衡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 有赖于区

域间、 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均衡发

展。 其次， 完善基础教育尤其是义

务教育的入学制度， 明令禁止 “以

权择校” 和 “以钱择校”， 逐步取消

普通高中入学的 “三限” 政策， 对

违反入学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

惩罚。 再其次， 对实施基础教育的

学校， 其入学和财务状况必须公示、

公开、 透明， 这是学生家长、 媒体、

政府监管的前提。 最后， 支持民办

学校提高质量和效率 ， 最终实现

“择校找民校”。

“我现在感觉生活充满阳光”

———石家庄外语翻译学院汶川灾区学生“向祖国汇报”活动侧记

“灾难是不幸的， 但经历却是一

种财富。

3

年来，我们长大了，懂得了

如何去承担我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大

爱充实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将继续勤

学奋进，立志成才，今后用自己的才

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这是

5

月

12

日石家庄外语翻译职业学院“外译儿

女班”学生在“向祖国汇报”活动中的

一段真情告白。

汶川地震发生后，石家庄外语翻

译职业学院组建了“外译儿女班”，资

助地震中受灾严重家庭的

22

名学生，

到该院免费就读五年一贯制大专班。

学院除承担他们学习期间的学费、住

宿费和生活费等之外，每年春节前还

会给他们发

1000

元过节费，全校师生

在学习生活中也给予他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和帮助，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

3

年过后， 他们从当初的痛楚中

恢复过来， 成长为素质出众的大学

生。在汇报会上，他们纷纷登台演讲，

汇报自己

3

年来的收获， 并向培育自

己的母校和关爱自己的社会各界表

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刚到石家庄外语翻译职业学院

时，龙少林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内向

男孩，学习成绩也很一般。老师同学

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让他很快融

入了班级，第二年他就取得了全班综

合学习评定第三名的好成绩，还成功

竞选为校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我

现在感觉生活充满阳光。”龙少林说。

19

岁藏族女孩三岚来石家庄之

前，不会说普通话，英语笔试还可以，

但口语却不过关。 如今经过

3

年的锻

炼，她已经成了该校“西点式英语口语

训练营” 的 “教官”， 还在

2011

赛季

CCTV

“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中过

关斩将，成功入围河北省决赛。“我的普通

话水平现在已经是二级甲等， 这多亏老

师的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三岚高兴地

说，她今后想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回四川

老家，让当地孩子接受良好的英语教育。

这些灾区学生用真诚动人的语言

讲述的成长故事，深深感染了现场数千

名大学生， 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学院董事长、院长孙建中动情地说，

“外译儿女班” 同学今天的努力就是明

天回报社会的力量，希望同学们在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表示

还要接收

20

至

30

名孤儿组成第二个“外

译儿女班”， 让爱不断传递。“外译儿女

班”的事迹也感动了社会各界，石药集

团现场向学生赠送了礼品；东华化工集

团表示要为“外译儿女班” 学生提供实

习岗位， 如果他们愿意， 将全部接收

为企业职工。

■

本报记者 周红松

应加大力度缩小同一行政区内基础教育， 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差别， 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完善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入学制度。 对实施基础教育的学校， 其入学和财务状况必

须公示、 公开、 透明。 支持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和效率， 最终实现 “择校找民校”。

核心观点

流动科技馆

到处是奥秘

日前， 山东省淄博市科技

馆携带

20

余件科普仪器来到临

淄区稷下小学， 让学生足不出

户就能零距离学习科普知识 ，

开阔视野， 激发学生探究科学

奥秘的热情。 图为学生在操作

科普仪器。

崔德广 于劼 摄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60

周年校庆联系方式

风雨兼程六十载， 弦歌不辍奏华章。

2011

年

6

月

16

日，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将迎来

60

华诞。 在

此， 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 帮助、 支持学院建设

与发展的各级领导、 海内外校友、 社会各界朋友致

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六十载薪火相继， 岁月如歌。 伴随着新中国初

升的朝阳诞生并不断成长的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 始建于

1951

年， 起初名为株洲铁路工厂技术学

校；

1979

年， 学校由技校升格为中专， 定名为田心

铁路技术学校，

1983

年， 学校更名为株洲铁路电机

学校；

1997

年， 国家铁道部门工业职工大学迁址学

校；

1999

年， 株洲电力机车厂职业技术学校和校办

工厂整体并入学校；

2000

年， 学院升格为专科层次

的高职院校， 定名为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

实现了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跨越。

六十载栉风沐雨， 春华秋实。 在

60

年的发展历

程中，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励精图治 ， 艰苦创

业， 积淀并形成了 “明德、 弘毅、 博学、 笃行” 的

校训和 “团结、 勤奋、 严谨、 求实” 的校风， 不断

深化 “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办学理念与 “和、 搏、

乐” 的核心价值观， 形成了鲜明的 “校企合作、 工

学结合” 的职业教育办学特色。 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 学院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目前， 学院

设有

6

个系， 开办了

25

个专业， 在校生

9500

人。 学

院现有国家精品专业

1

个、 国家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2

个、 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6

个、 省级精品专业

7

个； 有国家精品课程

12

门， 省级精品课程

15

门； 有

国家教学团队

2

个， 省级教学团队

5

个； 获得高等教

育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共

12

项。 学院年短期培训规模

8000

人次， 校办产业年销

售收入

1.29

亿元。 学院实训基地是中南五省国家高

职高专先进制造技术学生实训 （师资培训） 基地，

是首批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建校

60

年来，

学院共为国家培养了

4

万余名高素质、 高技能应用

型人才，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 学院先后被确定为国家重点中专、 教育部门高

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 国家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 站在新的起点上， 学院正朝着国

内领先、 国际知名的高职院校的目标阔步前进。

六十载甲子轮回， 继往开来。

60

华诞是湖南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0

周

年校庆既是展示学院历史发展成就的重要时机， 也

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 学院将本着

“隆重喜庆、 简朴务实、 热烈有序、 以庆促建” 的

原则， 通过校庆庆典、 校史展览、 学术论坛、 文艺

汇演等系列活动， 回顾办学历史， 展示办学成就，

传承优良传统， 凝聚各方力量， 促进学院发展。 把

60

周年校庆办成总结经验、 成果汇集的展示会， 办

成谋划发展、 献计献策的研讨会， 办成深化改革、

校企合作的推进会， 办成凝心聚力、 情融母校的联

谊会， 办成发扬传统、 振奋人心的盛会。

为此， 我们定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举行湖南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建校

60

周年庆祝大会， 热忱欢迎各级

领导、 海内外校友、 社会各界朋友关心、 支持学院

校庆筹备工作， 热切期待各界嘉宾拨冗莅临， 共叙

情谊， 共襄盛举， 共展蓝图！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11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周年校庆公告

联系部门：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庆办公室

电 话：

0731

—

22783802 22783803 22783960

传 真：

0731

—

28441889

邮 箱：

hnrpc60xq@126.com

校庆网址：

http://www.chinaxq.com/hnrpc60/

学院网址：

http://www.hnrpc.com

地 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路

18

号

邮 编：

412001

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2012

年

5

月

16

日， 中国政法大学将迎来建校

60

周年。 从现在

开始， 学校将陆续举办一系列学术及庆祝、 纪念活动。

60

年校庆， 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凝聚人心、

汇集力量、 再创辉煌的新起点。 学校将遵循 “特色鲜明、 隆重热

烈、 节俭高效” 的工作原则， 以开展高水平学术活动为重点， 全

面回顾学校办学历程， 系统总结学校发展经验， 充分展示学校建

设成果， 弘扬学校文化传统， 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声誉和社会影

响力。

在此， 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法大建设和发展的社会各界

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热切期待各界朋友莅临

法大， 共谋发展！ 向海内外广大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祝

福， 热忱欢迎各位校友重返法大， 会师访友！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年

5

月

16

日

地 址：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27

号

中国政法大学校庆办公室 （办公楼

B215

室）

邮政编码：

102249

电 话：

010-58909059

传 真：

010-58909059

网 址：

http://60.cupl.edu.cn

电子信箱：

CUPL60@cupl.edu.cn

评估民办小学办学绩效

设三项申报评估基本条件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上海市教委近日下发通知， 对本市以招

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开展首轮办学绩效评估， 以

此调动学校依法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办学绩效评估对申报学校提出了三项基本条件， 包括不举办与办

学层次不符合的教学班， 不设分校； 举办者不抽逃出资， 不挪用办学

经费， 政府下拨的办学经费做到专款专用； 校舍安全， 无危房， 学校

有消防、 安全设施设备， 教学大楼消防通道畅通， 学校无安全、 重大

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 传染病流行有监控机制。 有其中之一不合格

者， 则取消其申报办学绩效评估资格。

办学绩效评估每两年开展一次， 首轮评估从今年秋季开始。 办学

绩效评估为年度评估， 两年有效， 对有效期内发生重大事故、 严重违

法违规的学校， 实行 “一票否决”。

上

海

“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变 ”

———教育部青年干部赴四川地震灾区调研

“就在我们为转移安置上万名

学生而一筹莫展时， 是教育部派来

的干部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他们四

处奔波，穿越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塌

方的危险地带，辗转数千里，把孩子

们安全送出去……” 在四川省汶川

县水磨镇日前举行的教育座谈会

上， 汶川县副县长王蕾声泪俱下的

讲述，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地震发生后， 教育部迅速响应，

第一时间派出

22

名青年干部奔赴四

川、 陕西、 甘肃等

22

个地震重灾县，

指导并协助当地教育系统抢险救灾。

他们与当地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 ，

协助解决师生转移安置、 异地复课

等工作。

近日， 教育部青年干部调研团

一行

21

人来到了四川地震灾区， 通

过实地走访， 切身感受灾区

3

年来恢

复重建取得的巨大成就。 调研团领

队、 教育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纪委

书记王家勤说， 这次调研活动的目

的就是通过地震灾区行， 对广大党

员干部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教育。

青年干部们走进北川新县城 ， 来

到汶川映秀 、 水磨古镇 ， 看到一幢

幢漂亮的民居 、 一所所美丽坚固的

学校 、 一座座现代化的医院拔地而

起 时 ， 他 们 无 比 激 动 ， 纷 纷 感 叹

“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变”。

在为期一周的调研中 ， 教育部青

年干部们相继参观走访了北川老县城

地震遗址、 北川新县城等地， 通过前

后对比， 实地感受

3

年来四川地震灾区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并与当地教

育界人士展开座谈， 共话灾区教育振

兴发展。

■

本报记者 刘磊


